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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8年第二批国家文物

保护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

 

有关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，省直有关单位： 

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，改善文物保护条件，根据《财政部

关于下达2018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文

〔2018〕49号）精神，现将2018年第二批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

下达给你们（项目代码：Z135050009036，政府收支分类科目：

2070204，“文物保护”预算支出指标），用于国家重点文物保

护项目的文物维修保护、文物安防所需支出。具体项目名称、金

额、绩效目标详见附件。 

请市县财政部门按照《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<国家重

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13〕116

 

 

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 件 

苏财教〔2018〕98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

— 2 — 

号）的规定和要求，合理安排资金，做好与文物部门的沟通，加

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项资金及时到位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严格

按照各地上报的绩效目标，加强监控，督促各单位组织项目实施，

确保项目按期完成。 

 

附件：1．2018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预算表 

      2．2018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（分地 

区发） 

 

 

江苏省财政厅 

2018年7月24日 

  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 

抄送：财政部驻江苏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，财政部，省文物局。 
 

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8年7月25日印发 
 



附件1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地区 编号 补助范围 补助事项 文保单位 名称 批复文号
中央财政预
算安排数

9360

1 4-13-18-3200-003 考古发掘 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东台开庄遗址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 考执字﹝2018﹞132号, 108

2 4-13-18-3200-002 考古发掘 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寺墩遗址核心片区考古发掘 考执字﹝2018﹞128号, 161

3 1-02-18-3200-005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规划和方案编制 南京南朝陵墓石刻
南京南朝陵墓石刻之梁新渝宽侯萧暎墓石

柱保护
文物保函﹝2017﹞1419号, 20

4 1-01-17-3200-037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规划和方案编制 上坊孙吴墓 上坊孙吴墓本体保护工程 文物保函﹝2017﹞446号, 65

5 3-17-17-3200-002 世界文化遗产 监测管理体系建设 明清皇陵 南京明孝陵监测预警系统 文物保函﹝2017﹞1426号, 844

6 4-13-18-3200-004 大遗址 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 阖闾城遗址 滨湖区阖闾城遗址（龙山石城墙）发掘 考执字﹝2018﹞138号, 149

7 1-03-18-3200-008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防 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安防工程
文物督函﹝2017﹞1544号,苏文

物综﹝2018﹞11号,
135

8 江阴市 1-02-17-3200-00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本体维修保护 黄山炮台旧址 黄山炮台旧址修缮工程
文物保函﹝2014﹞2056号,苏文

物保﹝2016﹞113号,
200

9 徐州市 5-12-18-3200-011 可移动文物 数字化保护 徐州博物馆 徐州博物馆汉代精品文物数字化保护
苏文物博﹝2018﹞57号,数字化

[2018]023号,
179

10 5-12-18-3200-004 可移动文物 数字化保护 常州博物馆 常州博物馆文物数字化保护 数字化[2018]005号, 624

11 5-11-15-3200-016 可移动文物 文物技术保护修复 金坛博物馆 金坛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保护修复 文物博函﹝2015﹞1536号, 36

12 5-10-18-3200-009 可移动文物 预防性保护 武进区博物馆 武进区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[2018]034号, 395

13 1-03-18-3200-010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防 罗汉院双塔及正殿遗址 罗汉院双塔及正殿遗址安防工程
文物督函﹝2017﹞1544号,苏文

物综﹝2018﹞31号,
92

14 5-12-15-3200-002 可移动文物 数字化保护 苏州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青铜器类珍贵文物数字化保护 文物博函﹝2015﹞887号, 546

15 常熟市 5-10-18-3200-010 可移动文物 预防性保护 常熟博物馆 常熟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[2018]035号, 352

17 南通市 1-02-17-3200-043 可移动文物 文物技术保护修复 南通博物苑 南通博物苑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文物博函﹝2017﹞368号, 230

17 海安市 1-02-17-3200-032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规划和方案编制 海安县博物馆 韩公馆修缮 文物保函﹝2017﹞1419号, 10

2018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预算表

合计

南京博物
院

南京市

苏州市

无锡市

常州市

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地区 编号 补助范围 补助事项 文保单位 名称 批复文号
中央财政预
算安排数

2018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预算表

18 1-01-17-3200-03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规划和方案编制 大伊山石棺墓 大伊山石棺墓保护展示 文物保函﹝2017﹞1419号, 64

19 1-03-18-3200-00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防
东连岛东海琅琊郡界域

刻石
东连岛东海琅琊郡界域刻石安防工程 文物督函﹝2017﹞1896号, 59

20 1-03-17-3200-020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防 将军崖岩画 将军崖岩画安防工程
文物督函﹝2017﹞1462号,苏文

物法﹝2017﹞59号,
116

21 1-03-17-3200-040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防 孔望山摩崖造像 孔望山摩崖造像安防工程 文物督函﹝2017﹞1574号, 109

22 5-10-18-3200-008 可移动文物 预防性保护 赣榆区博物馆 赣榆区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[2018]036号, 300

23 灌南县 5-10-18-3200-006 可移动文物 预防性保护 灌南县博物馆 灌南县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[2018]030号, 328

24 灌云县 5-10-18-3200-014 可移动文物 预防性保护 灌云县博物馆 灌云县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[2018]020号, 165

25 淮安市 5-10-18-3200-003 可移动文物 预防性保护 周恩来纪念馆 周恩来纪念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[2018]014号, 635

26 盐城市 5-10-18-3200-007 可移动文物 预防性保护 中国海盐博物馆 中国海盐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[2018]029号, 776

27 5-12-18-3200-001 可移动文物 数字化保护 扬州博物馆 扬州博物馆珍贵类文物数字化保护 数字化[2018]006号, 575

28 1-02-18-3200-015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本体维修保护 何园 何园读书楼、复道回廊修缮工程
文物保函﹝2017﹞526号,苏文物

保﹝2017﹞273号,
170

29 1-02-18-3200-014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本体维修保护 贾氏盐商住宅 贾氏盐商住宅局部抢修工程
文物保函﹝2014﹞1977号,苏文

物保﹝2018﹞52号,
131

30 宝应县 5-10-18-3200-013 可移动文物 预防性保护 宝应博物馆 宝应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[2018]019号, 155

31 5-10-18-3200-005 可移动文物 预防性保护 镇江博物馆 镇江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[2018]031号, 622

32 1-02-15-3200-054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本体维修保护 焦山碑林 焦山摩崖石刻保护工程 文物保函﹝2013﹞1541号, 315

33 泰州市 5-10-18-3200-002 可移动文物 预防性保护 泰州市博物馆 泰州市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[2018]015号, 694

连云港市

扬州市

镇江市




